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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慶在港辦電子信息產業發展交流會

承接港澳台地區光電項目
郭鋒市長在會上介紹，目前肇慶正在全力打造

三大電子信息產業發展載體：一是肇慶高新區電子
產業基地。肇慶高新區是國家級高新區，規劃建設
的電子信息產業基地達5平方公里，圍繞建設 「廣
東省光電產業基地」的目標，大力承接港澳、台灣
地區光電項目。廣晟電子工業園、世界上最先進的

TFT 大型檢測設備中導光電項目已落戶該區。二
是端州區電子產業基地。端州區是肇慶的中心城區
，規劃的電子信息產業用地達3.5平方公里。目前
，全區規模以上電子信息企業 30 多家，已形成新
型電子元器件、電子材料、電子專業設備等產業集
群。三是肇慶新區產業基地。肇慶新區以鼎湖區為
主體，融合周邊區域，規劃面積超500平方公里。
正在啟動的規劃控制區面積115平方公里。該區以

綠色低碳為主題，大力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打造
「新興產業集聚基地」，為電子信息產業發展提供

良好載體。
郭鋒表示，肇慶的電子信息產業方興未艾，香

港電子信息企業具有資金、技術、人才、品牌等方
面的強大優勢，與肇慶的合作具有很強的互補性。

陳宣群向記者表示，肇慶目前正處在一個高速
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肇慶與香港的經貿交流合
作越來越密切，越來越多企業家看好肇慶，目前在
肇慶投資興業的港企都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

凸顯東引西連區位優勢
據了解，肇慶作為珠三角最年輕的城市，廣佛

肇經濟圈的重要成員，發展優勢獨特。肇慶東接廣
州、佛山，西連大西南，是珠三角連通中國—東盟
自貿區的重要接點。由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城際
軌道以及西江 「黃金水道」構成的多元化交通網絡
，使肇慶東引西連的區位優勢更加凸顯。

肇慶市人民政府主辦、香港貿易發展局協辦的 「2012肇慶—香港電
子信息產業發展交流會」 日前在香港成功舉行。肇慶市市長郭鋒、香港
貿易發展局總裁林天福、肇慶市副市長陳宣群、肇慶市外經貿局局長江
棟才、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楊志雄、香港電子業商會副會長洪劍
峰、香港汽車零部件工業協會會長黃震等領導和嘉賓共150多人出席了
大會。肇慶市舉辦此次交流會旨在吸引海內外電子信息行業的企業到肇
慶考察投資，加快肇慶電子信息產業轉型升級。 本報記者 張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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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瀚星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弘祥隆生物
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日前舉行了股份轉讓系統集體掛
牌儀式，至此，中關村股份代辦轉讓系統掛牌企業
已經達到112家。

主辦券商中原證券投行部總經理尚文彥表示，
目前，兩家企業都已經和銀行、私募基金等金融機
構初步達成融資意向，發展資金即將到位。 「今天

掛牌的兩家公司，雖然規模不大，但技術領先，特
色鮮明，在技術管理營銷方面都具有獨特優勢，掛
牌後可以有效提高企業知名度，拓寬企業直接和間
接融資渠道，推動企業在原有優勢上進入快速發展
的軌道。我們將在後續的融資、策劃和資本運作規
劃方面為企業提供持續高效的服務。」尚文彥說。

本報記者 李銳

廣東省東莞市沙田鎮鎮委書記麥廣欽日前在接受
多家媒體採訪時表示，為吸引更多優質企業落戶沙田
，沙田鎮政府將對在沙田成功上市的企業，在東莞市
獎勵的基礎上，再獎勵500萬元，並在企業申報上市
期間給予適當的資金扶持。

麥廣欽表示，沙田鎮將繼續打造 「科技沙田」工
程，發展創新型經濟，將科技經費由原來的300萬元
提高到500萬元，用於鼓勵企業加強研發，樹立品牌
，走自主創新、品牌經營、資本運營的發展道路。同
時對企業將總部設在沙田的、在沙田設立研發中心的
、與高校科研機構設立科研平台的、創建名牌名標的
企業給予資金獎勵。此外，沙田鎮將於今年 6 月 30
日至7月5日，舉辦首屆水韻文化節。水韻文化節將
舉辦龍舟活動、水上民歌等多個具有水鄉特色的民俗
活動，期間還將舉辦東莞龍舟文化傳承基地暨青少年
龍舟運動培訓中心掛牌儀式。

本報記者 陳小娟 實習記者 王悅

2012年陽江旅遊文化節將於5月5日至7日舉行
，主場設在國家4A級景區陽江海陵島的閘坡鎮，屆
時將舉辦包括首次引入的國際性飛機模型賽事、廣東
文化創意產業論壇、陽江旅遊文化產業高峰會、自行
車環島大賽等十多個旅遊文化活動。

陽江市委常委、市政府黨組成員周樂榮在日前舉
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近年來陽江重視旅遊業發展
，先後出台了一系列優惠政策，未來陽江旅遊業將繼
續深化發展，秉承 「淡季多管理，旺季多服務」的理
念，提升陽江旅遊知名度和影響力。

據了解，本屆旅遊文化節首次引入國際航模大賽
，目前籌備工作仍在有序推進。按照原計劃，屆時將
有來自世界各地、超過 1000 名的國際頂尖選手匯集
陽江海陵島競技，最高獎金達100萬元人民幣。

本報記者 林苑

憑藉其 FAPP─全自動機器人鍵盤生產系統
和時尚、節能的無線鍵、鼠，珠海智迪科技在4月
15 日閉幕的 2012 年環球資源香港電子展上接獲訂
單近2000萬元。

據珠海市智迪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謝偉明介紹
，近 2000 萬元訂單中，內地和海外訂單各佔一半
左右，海外訂單主要來自歐美和日本等國的一些跨
國企業大用戶。

在獲得大量訂單後，位於金鼎工業園的智迪科
技製造基地一片繁忙。機器人和輔助機器人工作的
工人忙成一片，一些技工甚至吃飯都要 「跑步前進
」。 「為了按時完成各類訂單，數個周末，工人和
機器人恐怕要加班加點」。智迪科技的一位員工告
訴記者，雖然很累但非常有成就感。

謝偉明說： 「如果訂單量繼續井噴，也將考慮
再花上數百萬元，增加新的機器人智能生產線才能
滿足需求」。但他同時非常焦慮，雖然接獲了巨額
訂單，但由於珠海今年 「電力供應緊張」，全市實

施了錯峰用電計劃，根據錯峰用電安排，智迪科技
每周兩天都無法獲得供電，基本處於生產停工狀態
。 「遭遇錯峰用電對我們企業來說是個 『致命傷
』」。 本報記者 陳艷君

總投資 12 億元、建設六祖禪修院和養身私家禪
院等系列建築群的藏佛坑（禪宗六祖惠能圓寂後藏身
地）禪文化旅遊景區奠基儀式日前在 「中國禪都」新
興舉行，預計核心建築2015年完工。

佛坑禪文化旅遊景區是全國首個禪文化創意產業
園區─廣東禪文化創意產業園的重點項目之一，該
景區以弘揚禪宗文化為核心，建設以藏佛坑為中心的
禪文化核心區、社會主義新農村，以及禪意度假養生
酒店建築群，其中禪文化核心區內擬高 76 米的禪燈
，將作為 「中國禪都」的標誌。景區項目預計總投資
12 億元，其中藏佛坑景區及社會主義新農村預計投
入資金約6億元，酒店及養生別墅區預計投入資金6
億元，計劃用 2 至 3 年完成核心建築項目，5 年全部
建成。

廣東禪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是全國乃至全球首個以
中國禪宗六祖文化為底蘊，以禪文化創意命名的產業
園區。2011年8月8日，雲浮市、新興縣與廣東和健
文化旅遊發展有限公司、豪德財富集團、廣東龍山禪
泉休閒度假旅遊有限公司共同簽約建設，項目首期規
劃建設和開發投資將達到104億元。

本報記者 萬鎮廣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金秋九月
，西南科技大學將迎來六十華誕。校長
肖正學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西
南科大作為一所地處二級城市的西部地
方院校，區位優勢雖然不及成都高校，
但憑藉地處 「中國科技城」綿陽的優勢
，產學研結合，學校亦得到迅猛發展。

校址為原清華大學綿陽分校的西南
科技大學，可溯源至 1939 年抗日戰爭
期間創辦的四川江津窰業技術學校與四
川省立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幾經搬遷，
於 2010 年由原西南工學院和綿陽經濟
技術高等專科學校合併組建為西南科技
大學。

據肖正學介紹，早在上世紀 90 年
代初期，學校就提出了 「不求所有，但
求所用」、 「資源共享，人盡其才，物
盡其用，共謀發展」的發展思路，並從
1993 年開始實行中央部委、省、市三
級政府和大型科研院所、大型企業共建
學校和產學研聯合辦學。

正如原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在《李
嵐清教育訪談錄》中所說， 「通過與中
國工程物理研究院、長虹集團等大型科
研院所、大型企業的聯合辦學，西南科
技大學開始走出了一條有自己特色的辦
學路子」。

從 2000 年至今，學校重點學科從
零發展到 12 個，重點實驗室發展到 11
個，碩士點從 8 個發展到 34 個；科學
研究從每年承擔一、兩項國家重點項目
，發展到每年四、五十項，到校科研經
費從200多萬發展到7000餘萬。

為國家經濟建設服務
另一個方面，學校在不斷完善科研

管理機制的同時，加大對重大科技培育
成果的投入，加快科技平台建設步伐，
深入挖掘各學科特別是重點學科服務社
會的潛力，越來越注重利用科研成果為
國家經濟建設服務，比如西南科大研製
的機器人曾成功處理兩起放射源卡源事
故，在社會上引起極大反響。

目前，學校成立了由中國工程物理
研究院、中國空氣動力研究與開發中心

、四川長虹電子集團公司、四川九洲電器集團公司等 17
家科研院所、大型企業集團參與的西南科技大學的董事會
；從董事單位聘任了300多名高級專業技術人員擔任學校
教授、副教授，建立了一支高水平、比較穩定的兼職教師
隊伍；學校與董事單位共建共享實驗室14個，總資產超
過2億元；同時學校還與董事單位進行重大科技項目聯合
攻關。

愛達天下 實繫一生
肖正學表示，當前中國高等教育正面臨着教育需求的

快速增長和教育資源的相對短缺等諸多制約高等學校發展
的系列矛盾。為解決這一系列問題， 「開放」顯得尤為重
要。 「學校秉承 『開放』思想，實行 『開放式』辦學、
『開放式』育人，適應國家在轉型時期對人才的需求，在

調整中提升學校的核心競爭力，培養能真正為國家做貢獻
的高素質人才。」

「愛達天下，實繫一生」是肖正學常說的一句話，
「每個人心中都應充滿對祖國、對人民、對學校、對事業

，以及對生活的愛，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去做，學校
未來發展的目標就一定能夠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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巽寮灣打造五A級濱海旅遊勝地

由金融街控股公司主辦、惠州巽
寮灣管委會協辦的 「醉美海岸線、印
象巽寮灣，中國．巽寮灣藍色價值綱
領全球發布會」，日前在廣東省惠州
市惠東縣巽寮灣喜來登度假酒店隆重
舉行。

發布藍色價值綱領
原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中國入

世談判首席專家龍永圖，惠州市副市

長王勝、黃樹正，金融街集團董事長
王功偉，金融街控股公司董事長劉世
春等出席會議。會議發布了內容為
「稀缺海岸資源稟賦、區位交通優勢

，國際化旅遊度假戰略發展規劃，灣
區旅遊度假物業產品全面升級，旅遊
功能配套體系日趨完善，城市管理旅
遊服務水平全面提升，政府主導企業
運營的區域發展模式」的藍色價值綱
領，並現場展開了以現代濱海生活為

主題的高端訪談。
巽寮灣位於珠三角腹地，地處

「惠州─深圳─香港」世界都會圈的
一小時地理中心。巽寮灣國際度假區
發展面積二十九平方公里，因其十一
公里的白色稀缺沙灘、富有人文的山
海資源，被譽為 「中國最具價值海岸
線」、 「南中國最美的海岸線」。

黃樹正副市長表示： 「特別是二
零零五年以來引進了北京金融街公司
開發巽寮灣，以文化、旅遊、商務酒
店和商務地產等綜合開發為標誌的開
發成果，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總投資
已經超過三百多億元，以養生、旅遊
等複合功能為一體的旅遊度假中心區
初具規模，成功創建了國家四 A 級旅
遊風景區，成為拉動我市第三產業發
展的龍頭示範區和珠三角的休閒產業
示範區。」

金融街惠州公司總經理楊總介紹
說，今年金融街巽寮灣進入了加快開
發建設的階段，中區的文化、旅遊、
休閒、商務等設施將陸續建成並投入
使用。另外，還將推出海景公寓等多
元化的主題產品，以滿足旅遊度假和
投資的多元化需求。同時全面提升管
理和服務水平，同地方政府聯袂打造
五A級濱海旅遊度假勝地。

龍永圖論藍色價值
龍永圖認為，濱海旅遊資源是稀

缺資源，濱海旅遊產業是朝陽產業。
現在整個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已經從過
去的溫飽社會到小康社會，人們的旅
遊方式從過去的觀光旅遊轉變為現在
的休閒度假旅遊，這是一個重大的轉
變，濱海旅遊正好是休閒旅遊的首選
目的地，巽寮灣是生逢其時。他對巽
寮灣未來發展提出了兩條建議：一是
提升服務素質，二是加大宣傳力度。

今年是金融街．巽寮灣產品升級
年，將推出亞特蘭蒂斯海洋主題公寓
、陽光海養生公寓、融璽山海別墅，
私家泊位遊艇別墅，建造更多不同主
題的產品滿足客戶多樣化的居住、休
閒及度假需求。

劉世春董事長表示，總的概念是
三年之內基本建成巽寮灣。今年要開
業的有中區的遊艇會，主要是對公眾
開放的，還有水上運動中心、巽寮河
餐飲酒吧街，再開業兩家五星級酒店
，明年還要開業溫泉養生中學，現在
已經完成了勘探，正在打造；有三家
五星級酒店開業，南區遊艇會明年基
本竣工，海公園也能夠竣工。

史利偉

▲發布會現場高端訪談，嘉賓為龍永圖（左二）、黃樹正（左三）、惠東縣
縣長徐毅（中）、劉世春（右三）、規劃設計師郭曉黎（右二）、學者武旭
峰（右一）、鳳凰衛視曾子墨（左一）

「泉州是福建省的經濟中心，也是海峽西岸城市
群中經濟總量最大的城市，在經濟穩步發展的同時，
泉州不斷加快環灣城市發展，着力提升中心市區城市
環境品質。」泉州市住建局局長鍾文成在接受本報專
訪時說，今年泉州市將繼續深化 「城市建設管理年」
活動，持續推進 「大規模城市建設、大範圍城市更新
、大力度城市環境整治」，安排在建項目 363 個，總
投資約 1995 億元（人民幣，下同），年度計劃投資
349億元。

鍾文成說，泉州城市建設的總體思路是以 「環灣
、向灣、同城」為主線，努力實現跨越發展，科學發
展。在環泉州灣城市建設氛圍越來越濃厚，同城化步
伐不斷加快的今天， 「向灣、集聚」成為了一種廣泛
共識， 「環灣、提速」是泉州今年緊鑼密鼓推進項目
過程中凸顯的主題。

深化 「城市建設管理年」
相關的例子不勝枚舉。比如泉州灣跨海大橋的建

設，將亘古隔灣相望的蚶江和秀涂連個片區連成一體
；中心市區東海、城東、北峰─豐州三大片區的成片
開發，撐大了城市骨架，推進中心城市向灣發展；而
晉江濱江、梅嶺組團和池店一帶，原本城鄉接合部的
特徵和面貌也逐漸弱化，城市發展的觸角正向中心市
區伸出。

據鍾文成介紹，今年泉州將重點做好城市規劃、

環灣交通、城市建設、環境整治、園林綠化、環灣市
（區）等六篇文章，全力推進 「十項十個工程」（十
項規劃、十個片區、十座建築、十條道路、十座橋樑
、十項公共配套設施、十大城市更新、十個優秀物業
示範小區、十個景觀整治項目、十個交通整治項目）
。在第一季度， 「城市建設管理年」安排的 363 個項
目今年已累計完成投資額已達 75.5 億元。一些基礎設
施項目不斷取得新的進展，刺桐路改造提升工程全面
完成，後渚至城東通道、東海隧道、坪山路高架橋等
完工通車，黃龍大橋合龍，泉州灣跨海大橋棧道工程
基本完工。

環灣時代崛起
除了大規模推進城市建設 「硬件」外，泉州還將

從 「綠化、美化、亮化、淨化」等四個 「軟件」方面
對城市環境品質進行提升。其中，綠化方面，通過實
施綠化工程，把泉州市建設成生物多樣、分布合理、
層次豐富、景觀優美、山水林城一體的花園式城市；

美化方面，今年按照省政府統一部署，實施 「點線面
」城鄉環境綜合整治攻堅計劃，重點抓好社區整治、
高速公路、高鐵沿線整治、慢線系統整治和小流域整
治，抓好市區主幹道的市容街貌綜合整治，目前全市
57個 「點、線、面」試點項目基本確定，將盡快啟動
實施。同時，中心市區持續開展城市環境秩序、交通
秩序和經營秩序的整治工作。

小變折射大美
鍾文成告訴記者，泉州開展 「城市建設管理年」

活動以來，中心市區城市環境品質明顯改善，城市面
貌煥然一新。特別是注重一些事關民生的小項目，投
資量小，但效果立竿見影：窨井蓋補缺補漏，消除安
全隱患；內溝河清淤截污，改善了水質，還市民一條
條清澈的溝渠；排澇設施改造，下雨積水的情況大大
減少；人行道整修，讓行人不再行路難……每一場小
戰役，都實實在在地改善了百姓的生活質量。

本報記者鄧德相、實習記者康志鴻

泉州拉開環灣時代序幕泉州拉開環灣時代序幕
──訪泉州市住建局局長鍾文成訪泉州市住建局局長鍾文成

▲泉州開展 「城市建設管理年」 活動以來，城市面貌日新月異 本報攝

珠海智迪科技參與港電子展

永瀚星港掛牌中關村系統

▲智迪─富勒機器人工廠作業

六祖藏佛坑景區奠基

陽江旅遊文化節五月初開幕

東莞沙田鎮獎勵上市企業


